
2022年7月31日 

本週崇拜背經：「我倚靠神，必不懼怕。人能把我怎麼樣呢？」 

（詩篇56:11） 

遵守誡命．回應使命 目的導向．均衡發展 

救恩靈恩．雙面見證 健康成長．榮神益人 

感謝主，教會的讀經計劃再一次完成新約全

書。由2012年2月至2022年6月，在這個十年之

間，已經完成兩次舊約全書和五次新約全書。

當中有用聆聽版聖經，亦有用不同的中文譯

本，及四福音合參。 

最近一次則以網上靈修在疫情中陪伴弟兄姊

妹一起讀經，大家不單止可以聆聽弟兄姊妹誦

讀經文，而且可以聽到一些弟兄姊妹的經文分

享，更可以見到教牧同工視像分享。過去廿七

個月的網上靈修，完成了新約全書廿七卷，約

有八十位弟兄姊妹參與，不受疫情所隔，透過

網上一起聽聖經、分享聖經。弟兄姊妹，你可

有同步參與和完成呢？願上主藉著祂的話語叫

我們的靈命得以長大成熟。 

八月開始，讀經計劃重讀舊約，由摩西五經

開始。常聽到一句說話：「不知可否出到埃

及?!」來描述讀經狀況；可見持續一卷一卷地

閱讀舊約全書，並非容易達到的。求真理的聖

靈幫助弟兄姊妹，以祂的話語來吸引我們，叫

我們嚐到耶和華的律法「都比金子可羨慕，

且比極多的精金可羨慕；比蜜甘甜，且比

蜂房下滴的蜜甘甜。」（詩篇19:10下）使我

們對聖經愛不釋手，晝夜思想。 

瞼書群組「HKTC網上靈修」將繼續每天播出

弟兄姊妹的讀經。此外，雖然以往的「每週

聖經問題」已於七月份停止了，卻在「HKTC

網上靈修」以另一個方式出現。在聆聽經文

之後，隨之發出相關的經文問題及反思性題

目，讓弟兄姊妹回答及思想。歡迎在群組中

分享答案和對經文的亮光，好讓弟兄姊妹藉

此彼此鼓勵和分享，一同更愛慕聖經，實踐

主道，成為有福的！ 

門部訓為配合讀經計劃的日程，將於八月中

開辦兩個課程：舊約神學淺說、創世記，分

別在逢第二、四週的主日下午及星期二晚上

課，有關詳情於稍後公佈。期望課程提升弟

兄姊妹對聖經的認識。大家別心急地一起報

讀兩科，因為課程都會輪流在主日及星期二

開辦，即是兩個課程都會在主日和星期二先

後開課。 

願上主祝福教會的每位弟兄姊妹，「像一棵

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果子，葉子也不

枯乾。凡他所做的盡都順利。」（詩篇

1:3）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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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及主日學地點：九龍油麻地彌敦道469-471號新光商業大廈15樓 

一人一果六十洗．靈命成長互關顧 

遵守誡命．回應使命 目的導向．均衡發展 

救恩靈恩．雙面見證 健康成長．榮神益人 



 

證道大綱 
講題：愛神 

經文：馬可福音12:29-30 

 

「第一要緊的就是說：『以色列啊，你要聽，

主－我們神是獨一的主。你要盡心、盡性、盡

意、盡力愛主－你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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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日小組：加利利、生命樹 

★ 聚會期間，為免騷擾，務請： 

  關掉隨身物品的響鬧功能，請勿接聽 

週六崇拜程序 7月30日 

  晚堂 晚上7:00 （會前禱告6:45） 

主席：蘇惠蘭執事  證道：周財勝牧師 

聖餐：蘇惠蘭執事  領詩：陳文卿姊妹 

 禱告 
 唱詩 51  我們要向耶和華唱新歌 
    27  以色列的聖者 
    303 耶穌正在這裡 
    267 聖靈請祢來 
    354 如鷹展翅上騰 
 證道 愛神 
 聖餐 105 我們的上帝以憐憫為懷 
 奉獻 106 我們要先求祂的國 
 禱告 
 報告 
 背經 
 代禱、祝福 

主日崇拜程序 7月31日 

第一早堂 上午8:30 （會前禱告8:15） 

主席：蘇惠蘭執事  證道：周財勝牧師 

聖餐：蘇惠蘭執事  領詩：陳文卿姊妹 

 禱告 
 背經 
 唱詩 51  我們要向耶和華唱新歌 
    27  以色列的聖者 
    303 耶穌正在這裡 
    267 聖靈請祢來 
    354 如鷹展翅上騰 
 證道 愛神 
 聖餐 105 我們的上帝以憐憫為懷 
 奉獻 106 我們要先求祂的國 
 禱告 
 報告 
 代禱、祝福 

第二早堂 上午10:30 （會前禱告10:15） 

主席：何國偉執事  證道：周財勝牧師 

聖餐：何國偉執事  領詩：周加力傳道 

 禱告 
 唱詩 398 保護以色列的必不打盹 
    298 祢是以便以謝的神 
    419 帶我進入祢的同在 
    425 能不能 
 證道 愛神 
 聖餐 314 主耶穌被釘在十架上 
 奉獻 146 感謝神 
 禱告 
 報告 
 背經 
 代禱、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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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週崇拜事奉人員 

8月6日（週六） 

  晚堂（實體及網上） 

〔晚上七時正〕 

證道    陳永佳傳道 

主席    顧友三執事 

聖餐    周財勝牧師 

領詩    顧友三執事 

和唱、讀經 陳文卿姊妹 

樂器    周加力傳道 

司事    顧海修弟兄 

直播    鄧美瓊傳道 

8月7日（主日） 

第一早堂 

〔上午八時半〕 

證道    陳永佳傳道 

主席、聖餐 周財勝牧師 

領詩    鄭玉卿姊妹 

和唱    蔡健成弟兄 

樂器    周加力傳道 

司事    李慕平姊妹 

第二早堂 

〔上午十時半〕 

證道    陳永佳傳道 

主席    陳永基執事 

聖餐    周財勝牧師 

領詩    顧友三執事 

和唱    伍永嫦姊妹 

      陳文卿姊妹 

結他    曾昭群執事 

      周加力傳道 

貝斯    何兆勤執事 

音響    袁漢強弟兄 

      楊揚根弟兄 

放映    吳浩章弟兄 

司事    周加恩姊妹 

聖餐襄禮  鄧婉儀姊妹 

      鄧銘賢弟兄 

      林啟遠弟兄 

總務    張鏗波弟兄(早) 

      鍾國威執事(午) 

值日小組  職青、少青 

接待    任圃賢姊妹 

      呂鳳姊妹 

讀經    鄭嬋珍姊妹 

守望禱告  張鳳珍執事 

福音性研經 鄧美瓊傳道 

值日同工  鄧美瓊傳道 

 聚 會 

週二禱告會 

婦女組 

迦拿、葡萄樹、生命樹 

比撒列、職青 

恩典團 

少年團 

加利利、提比哩亞 

類 別 

會眾 

姊妹 

成人 

成人、職青 

長者 

少年 

成人 

 日 期 

 2/8(二) 

 4/8(四) 

 4/8(四) 

 5/8(五) 

 6/8(六) 

 6/8(六) 

 7/8(日) 

 時 間 

 6:30pm 

10:00am 

 7:00pm 

 7:00pm 

10:30am 

 2:00pm 

 2:00pm 

 地 點 

小禮堂 

小禮堂 

小禮堂+AB房 

小禮堂 

小禮堂 

小禮堂 

小禮堂 

小組、團契、禱告會 

鼓勵弟兄姊妹參加： 

各堂崇拜會前禱告    ： 於崇拜前15分鐘開始 

第二早堂事奉人員禱告： 上午9:25-9:50   新光嬰兒房 

主日守望禱告        ： 上午9:25-10:00  新光會議室 

（三）會友消息：葉美玲姊妹安息禮暨追思禮如下： 

  時間：8月6日（六）上午10:30 

  地點：基督教靈實協會禮拜堂（將軍澳靈實路1號） 

 為配合場地防疫措施及疫苗通行證要求，出席者

請於8月4日或之前掃瞄左邊的二維碼或於連結

（https://bit.ly/3PPdiMX）填寫姓名、聯絡電

話及已接種新冠疫苗的針數。 

 懇辭奠儀、花籃。 

（二）讀經計劃—摩西五經：8月開始讀經範圍包

括創世記、詩篇和箴言，靈修日程表附於週刊內，

另於Whatsapp發給會友，亦可在教會網頁瀏覽。

Facebook群組「HKTC網上靈修」繼續每天上載弟兄

姊妹的讀經，並加上聖經問答及反思題目，歡迎弟

兄姊妹參與網上讀經及帖文分享。 

（一）同工休假：陳永佳傳道確診，家居隔 

離中，請代禱。如有需要，請聯絡其他同工。 

第９４屆港九培靈研經會 

8月1-10日  每天三堂聚會 

研經會 上午9:00 (主日暫停) 

講道會 上午11:00(主日暫停) 

奮興會 晚上7:30 

網上Facebook及Youtube直播 

不設現場聚會 

請掃瞄以下二維碼收看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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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主日學： 

崇拜事奉人員禱告： 

主日守望早禱： 

週二禱告會： 

10 

3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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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禱告會出席人數 

下週崇拜背誦經文 

「神啊，願祢崇高過於諸天！ 

願祢的榮耀高過全地！」（詩篇57:5） 

主日奉獻： 

什一奉獻： 

$3,722.00 

$15,310.00 

上週崇拜總金額：$19,032.00 

 

本週生日會友 

1/8  陳永基 

5/8  陳慕華 

6/8  吳浩章 

 

教會：教會現正聘請傳道及辦公室幹事，求主為教會預

備合適的人選加入一起服事。 

 求主賜各教牧同工常被聖靈充滿，身心靈健壯，有從

神而來的智慧和力量侍奉神，服事教會。 

弟兄姊妹：（請提名為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和親友禱告） 

 求主施恩給正在治療的、患病、情緒困擾、受壓力

的、憂傷和心靈軟弱的弟兄姊妹和親友；求主與他們

同在，賜下醫治、釋放、安慰和平安。 

 為面對學業、前途的抉擇、家庭、人際關係、就業和

尋找工作等等的弟兄姊妹禱告，求主保守他們信心堅

固，經歷主同在和意想不到的平安、引導和供應。 

 求主保守弟兄姊妹和家人不受病毒感染。 

慕道者：為慕道親友及社區街坊禱告求主感動他們早日

信主，靈魂得到拯救，得到真正的平安和盼望。 

 求主看顧在院舍的慕道者，求聖靈安慰他們。 

香港：懇求主繼續看顧香港，除去傳播鏈，醫治確診

者。並且保守長者和長期患病者。求主看顧社區、校

園、護老院和食肆平安。 

比利時真道教會：求主看顧比利時的弟兄姊妹不受經濟

和氣溫影響，身體健康，生活無缺乏。又求主保守陳少

展牧師的身體健康。 

為五部的事工領袖禱告 

經文：「所以，我親愛的弟兄們，你們務要堅固，

不可搖動，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為知道，你們的

勞苦在主裏面不是徒然的。」（哥林多前書15:58） 

禱文：愛我們的主，感謝祢為教會的五部的各事工賜下

事工領袖。求祢將智慧、見識、力量和屬靈的恩賜都賜

給敬拜部、團契部、宣教部、門訓部和事工部的各位事

工領袖，讓他們有從祢而來的智慧，能知道如何籌劃事

工和帶領弟兄姊妹服事。求主感動他們順服聖靈

的引導，有美好的屬靈品格，凡事存謙卑柔和的

心；更能靠主加添的信心來克服困難，竭力為主

作工，帶領事工向前發展，得到美好的果效，榮

耀主名。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禱告。阿們！ 

上週崇拜參加總人數：１４１ 
（重複出席的只計一次） 

本週讀經 

7月31日-8月6日 

創世記1-5章 

詩篇57篇、箴言22:1-16 
 

歡迎到Facebook群組: 

「HKTC網上靈修」聆聽每天

讀經、思想經文及帖文分享 

 
週六 

晚堂 

主日 

第一早堂 

主日 

第二早堂 

實體： 18 13 88 

網上： 31 - - 

慕道/新人： - - 2 

各堂人數： 49 13 90 

不 住 的 禱 告 
「在指望中要喜樂；在患難中要忍耐； 

禱告要恆切。」（羅馬書12:12） 


